
惠州市总工会文件
惠市工总 (2018)3号

各县 (区 )总 工会、各直属基层工会 :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、省、市群团工作会

议精神,深入贯彻落实全总十六届五次执委会议精神和 《惠

州市推进
“
集成办理、一次搞定

”
政务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 ,

全面掌握全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的基本情况,为 “
互联网

+会 员实名制普惠化服务
”
打下坚实基础,进一步规范我市

的工会会员管理和服务工作,根据全总 《推进基层工会组织

和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工作方案》的相关要求,结合惠州实

际,现就实行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制管理通知如下 :

一、充分认识实行实名制管理的重要意义

实行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是实现会员普惠



制服务的基础,是工会摸清
“
家底

”,掌握
“
家情

”
的现实

需要,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,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

方法的重要举措,是夯实基层工会组织基础、发挥工会桥梁

纽带作用的必然要求,是推进
“
互联网+” 工会建设的必经

之路,更是广大职工享受工会服务、实现普惠化的切实依据 ,

是一项为广大职工提供精准服务、扩大会员覆盖面的基础工

程。全市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,把实行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

制管理工作当成重中之重,迅速组织力量,切实抓好落实。

二、纳入实名制管理的对象范围

全市工会组织及会员。

三、实名制管理的平台

全市工会组织和会员实名制管理依托的平台是惠州工

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。

四、实名制管理的内容

(一 )基层以上工会组织实名制管理的主要内容

工会基本信息:工会名称、工会类型、联系电话、行政

区域、自主审批、工会性质、上级工会、文号格式、通讯地

址、备注。

工会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到工

会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经费审查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

到经费审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

女职工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到

女职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(二 )基层工会组织实名制管理的主要内容

工会基本信息:工会名称、上级工会、批准成立时间、

联系电话、行政区域、任期、届数、本届日期、选举形式、

工会地址、所属行业、职工人数、会员人数等涉及到工会的

基本信息。

单位基本信息:单位名称、上级工会、行政区域、单位

地址、实际职工数等涉及到单位的基本信息。

工会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到工

会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经费审查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

到经费审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女职工委员会成员: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届数等涉及到

女职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。

(三 )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的主要内容

会员信息: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、是否申

请工会会员卡、联系地址、身份证起始 日期、身份证结束 日

期等。

(四 )有关说明 :

1.日 期格式要求:入会日期、入职 日期、身份证起始

日期、身份证结束 日期格式参照如下:2016-09-01,有 效期



为长期的身份证结束 日期,请填写 2099-12-31;

2.民族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等字段内容必须与系统

中的基础数据一致 ;

3.所有实名制填写项目及信息会根据上级要求和实际

情况变化适当调整,最终以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

要求为准。

五、实名制管理的职责分工

(一 )市总工会:成立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

工作指导小组,办公室设在市总组织部。指导小组主要负责
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和工会 APP的建设完善,统

筹、培训、指导、推动全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管理

工作。

(二 )县 (区
)、 乡镇 (街道)总工会,工会工作委员

会:推动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和工会 APP的使用 ,

完成实名制任务;设专人作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的

管理员,负责下属工会临时账号密码的分配,负责系统中数

据的审批,真实性的核实,负责系统操作的培训;负责指导

下属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信息录入工作等。

(三 )基层工会: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下,设专人作为工

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的管理员,负责做好本工会组织的

实名认证入库工作,积极宣传发动会员进行实名认证入库 ,

积极使用管理系统办理工会业务,保证数据实时更新。



六、实名制信息录入的方法

(一 )基层以上工会组织实名制信息录入 :

由上级工会设置账号密码,赋予相应权限。基层以上工

会组织登录
“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 系统

”
网址

(http∶〃zhgh.huizhOu.gOv.cn),更 改密码,完善本级工会信

息。

(二 )基层工会组织实名制信息录入 :

基层工会组织实名认证是工会会员实名认证的前提。基

层工会组织实名认证流程:基层工会向上级工会领取临时账

号密码 ,登录
“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

”
网址

(http∶〃zhgh.huizhou.gov.cn),设 置正式账号,完善本级工

会信息。

(三 )工会会员实名制信息录入 :

第一种方式:会员自己录入

(1)会员可以登录
“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

”

网址 (http://zhgh.huizhou.gov,cn),点 击(职工入会>按

钮,完 善信息,勾 选是否办理会员卡,点 击提交入会申请。

基层工会管理员登录
“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

”
网

址,点击<职工入会审批>按钮,审批会员个人信息。

(2)会员也可以下载
“
惠州工会 APP” ,点 击(我要入会>

按钮,完善入会信息,勾选是否办理会员卡,点 击提交入会

申请。基层工会管理员登录
“
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



统
”

网址,点 击<职工入会审批>按钮,审批会员个人信息。

惠州工会APP:安卓版口 苹果版回·
ˉ
△ 、

第二种方式:基层工会代为录入

基层工会收集好会员的个人信息和身份证复印件后,管

理 员登录
“
惠州 工会基 层组织建设 管理 系统

”
网址

(http://zhgh,huizhou.gov.cn),依
次点击

“
本工会信息

”
、

“
会员信息

”
、
“
新增工会会员

”
逐个录入会员信息,或者通

过 “
导入会员清单

”
批量录入会员信息。

七、实名制管理的工作进度安排

(一 )2018年 1月 1日 起,全市全面启用惠州工会基

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,逐 步取代原有的业务办理模式;12
月 31日 前,存量工会组织全部实名进入惠州工会基层组织

建设管理系统,新建工会组织通过系统办理成立流程,实 时

进入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。

(二 )2018年 1月 1日 起,分三年推进工会会员实名

认证进入惠州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系统,2018年实名认证

20万会员,2019年新增实名认证会员 50万人,202o年 新增

实名认证会员 50万人。

(三 )2019年 1月 1日 起,全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

实名制工作进入 日常化状态,数据动态实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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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实名制管理的工作要求

(一 )高度重视 ,加快推进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

制是完善工会会员管理和服务的基础性工作。各县 (区 )总

工会、各直属基层工会要高度重视,迅速行动,推动工作落

实。2019年 1月 1日 后,各级总工会对困难职工大病救助、

金秋助学、法律援助、送温暖等各项服务将以惠州工会基层

组织建设管理系统里的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信息为依据,没

有纳入系统的单位和个人,将不再给予帮扶救助。

(二 )落实职责,保障质量。实名制工作实行分级负责

制,各级工会主席是本级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工作第

一责任人,要明确专人负责,按照管理系统要求,真实录入

工会组织信息,核实会员基本信息,因虚假、错误信息无法

录入会员而导致会员不能正常享受工会服务的,责任由管理

单位负责。  ~麴§`·
、

(三 )动态管理,更新数据。各级工会应高度重视数据

信息动态管理的重要性,既做好工作初期的信息采集,又加

强日常的动态管理更新。新建工会在组建过程中应同时完成

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信息采集录入工作。工会组织隶属关系

和会员会籍发生变更时应及时更新信息。各单位新增和调入

会员时应按照初次认证入库的要求及时入库;调 出、退休、

离职等原因减少会员,应及时按照《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进行变更并记录相关信息。



(四 )适时通报 ,年终考核。市总工会将建立工作通报

制度,对各县 (区 )总工会推行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

工作情况进行适时通报。同时,把各县 (区 )总工会推行工

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实名制工作的情况纳入年度工作考核,作

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

(五 )加强管理 ,严防泄密。各级工会要严格落实信息

安全保密制度,明确保密责任,所采集和录入的信息由专人

妥善管理,除指定用途外严禁以任何方式和理由泄露给无关

人员。由于工作人员的主观故意或工作疏忽等原因造成会员

信息外泄的,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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